
河村求拜訪 華使館堅拒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通社、日

本《每日新聞》6日消息：中國駐日本大
使館5日拒絕了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
的拜訪請求。河村隆之此前在中國南京代
表團訪日時發表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
中國外交部部長楊潔篪6日表示，日本應
真正做到以史為鑒。

不撤否認大屠殺言論 辯稱與政府表態一致

美以首腦會談 攻伊分歧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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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6日消息：也門軍方匿名官員
稱，也門政府軍上周末在南部遭 「基地」組織武裝分子
突襲，隨後在阿比揚省首府津吉巴爾市郊外沙漠發現更
多屍體，死亡人數在6日大幅上升，已造成185名士兵
死亡。

當地的醫療部門官員證實了最新的死亡人數，並稱
一些找到的士兵屍體肢體殘缺不全或被砍頭。武裝分子
4日突襲了位於津吉巴爾市郊外的政府軍基地，雙方爆
發衝突。突襲完全出乎政府軍意料，武裝分子深入其後
方，在軍火庫附近引爆了兩枚汽車炸彈，奪走了大量武
器和裝甲車，隨後對軍營發起了突擊。突襲事件造成至
少 32 名武裝分子死亡。官員稱，雙方各有幾十人受傷
。這次襲擊事件是一次針對也門政府軍死傷最嚴重的襲

擊，是也門總統哈迪就職以來最新的一起針對安全部隊
的襲擊事件。

賈亞爾鎮附近軍事基地的一名地方官員稱，至少
56名士兵被 「基地」武裝分子俘虜，其中包括7名軍官
與10名受傷的士兵。

「基地」已控制也門越來越多的地區。在上周日對
南部省份阿比揚的多法斯軍事基地的攻擊中， 「基地」
組織繳獲了一些重型武器，其中包括3輛坦克，意味着
伊斯蘭武裝打擊力將大為增加。新近上任的也門過渡總
統哈迪5日表示，將堅決打擊恐怖主義。

「基地」組織從去年1月民間騷亂開始，利用無政
府狀態，鞏固其在也門的陣地。去年5月 「基地」組織
分支佔領了阿比揚省數個地區。

基地施襲 也門185士兵陣亡
■韓媒：朝炮擊延坪島軍長被撤

【本報訊】據韓聯社6日消息：被認為曾主導2010
年延坪島炮擊事件的朝鮮人民軍第四軍軍長金格植已被
撤換。

第四軍團司令邊仁善、團長梁永哲（音）、連長金
京洙等人5日在朝鮮中央電視台露面，對韓方軍隊在金
正日、金正恩父子照片上貼上戰鬥口號的行為進行了嚴
厲的批評。當天節目介紹第四軍團司令官為邊仁善，而
非金格植，證實了金格植已被撤換的事實。去年年底曾
傳出 「強硬派」金格植被撤換的消息，當時有分析認為
這是朝鮮有意改善朝韓關係的一個信號，但具體情況並
未得到證實。新任第四軍團司令邊仁善2003年任上將，
2010 年 10 月任人民武力部副部長，去年 12 月朝鮮國防
委員長金正日去世時，邊仁善為國家葬禮委員會成員。

■李明博兄涉受賄被查
【本報訊】綜合《環球時報》、《韓國經濟》網站

5日報道：韓國檢方正式就韓國總統李明博的胞兄、新
國家黨重量級國會議員李相得的受賄嫌疑進行調查。

韓國儲蓄銀行問題聯合調查團當天宣布，從首爾中
央地方檢察廳收到移交來的有關李相得議員辦公室職員
銀行帳號的資料。檢方懷疑李相得從已經被停業的
Prime 儲蓄銀行收取了 7 億韓圜的賄賂。李相得在提交
的書面解釋中稱，這些錢都是出售不動產和家中辦喜事
時收到的禮金。但聯合調查團稱，有舉報稱這些錢是
Prime儲蓄銀行為免受停業處罰給李相得的好處費。

■「歐洲之星」故障 旅客受阻
【本報訊】據法新社 6 日消息：往返英法之間的

「歐洲之星」火車服務因為法國北部有電纜故障而停擺
，導致數以千計旅客行程受阻。受影響的旅客怨聲載道
，抨擊歐洲之星公司未能第一時間通知乘客火車服務延
誤。

「歐洲之星」發言人表示，由於在法國北部路軌上
方的電纜遭暴風雪壓毀，因而造成運輸問題，當局必須
將火車從高速鐵路轉移到一般鐵路，使到周一下午和晚
上往返英法間的行程延長。英法間的行程正常來說只需
兩小時十五分，但有旅客投訴火車服務延誤了9小時。
有乘客因為火車延誤而趕不及到阿姆斯特丹坐飛機。

【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6日消息：美國官員
說，他們認為以色列緊急攻擊伊朗的壓力已有所緩解
。此前，美國和以色列兩國領導人周一舉行了會談，
而美國更強硬的表態也使其在解決伊朗問題的方式方
法上更接近以色列。

周一，美國總統奧巴馬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在白宮會晤。以色列官員說，在以美兩國尋求遏制德
黑蘭之際，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公開和私下場合裡均認
可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保衛自己的權利，這是個至關
重要的進展。就奧巴馬這幾天明確表示願意使用美國
軍事力量來對抗伊朗一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也
予以讚揚。

內塔尼亞胡在會談後說，我們成功說服國際社會
相信，我們正在商討的是伊朗核野心帶來的實實在在
的威脅和危險，以色列已經把伊朗問題列為需要優先
解決的國際事務。

美以領導人周一的會談與上次他們在白宮橢圓形
辦公室面對攝像機的情形截然不同，那次會面因中東
和平談判問題不歡而散。

此外，德黑蘭方面周一還釋放了一個可能妥協的
信號，伊朗最高法院在這一天推翻了美國海軍陸戰隊
前隊員海克馬蒂的死刑判決。伊朗方面曾以美國間諜

將他定罪，後又下令重新審理此案。

界定「紅線」意見仍相左
儘管美國和以色列的外交關係不錯，但兩國官員

承認，華盛頓和耶路撒冷在界定伊朗威脅的迫切性和
對此應作何反應方面仍存在嚴重分歧。這些分歧可能
會在未來幾個月影響美以關係。

兩國官員說，美國和以色列是盟友，但雙方在如
何明確界定德黑蘭發展核計劃不得跨過的 「紅線」上
意見相左。

內塔尼亞胡與一些最堅決支持以色列的美國國會
議員一直向奧巴馬政府施壓，要求其在伊朗獲得核
「能力」問題上劃紅線，這是個定義寬泛的標準，很

多西方國家的外交人員認為德黑蘭已經跨過了這條紅
線。這樣一個政策可能會進一步加強要求對伊朗立即
實施打擊的呼聲。

然而，了解美以會談的官員說，兩位領導人都沒
有敦促對方在紅線問題上進一步明確立場，不過其原
因似乎各有不同。

美國官員說，奧巴馬不願超過其總體政策，即美
國致力於通過外交、制裁和武力來阻止伊朗獲得核武
器，其中武力只是作為最後的手段。

內塔尼亞胡目前反對詳細告知美國，以色列可能
於何時何地對伊朗實施打擊。在會談開始之前，他對
記者強調說，只有以色列才能最終決定什麼是最符合
其國家安全利益的。

【本報訊】據法新社、世界新聞網5日消
息：美國共和黨總統初選 「超級星期二」來
臨前夕，參選人羅姆尼趁着自己後來者居上
的勢頭拉票，希望能重擊主要對手桑托勒姆
。而外界的焦點主要落在俄亥俄州。

美國有 10 個州的選民 6 日將會借助投票
表態，在 「超級星期二」可供爭取的黨代表
票共有437張，佔提名所需票總數近40%。因
此，這成為了共和黨選出候選人，以便與奧
巴馬對壘的一個關鍵的日子。

在某個州以些微之差排名第二，效益可
能與贏得第一差不了多少。如能拿下一些大
州，尤其是俄亥俄州，象徵意義更是重大。
羅姆尼可望輕易贏得麻省和弗吉尼亞，可是

在俄亥俄、田納西等地面對苦戰。歷來共和
黨提名人選，沒有一個在大選輸掉俄州還能
當選總統，使俄州成為共和黨人選證明他們
有能力擊敗奧巴馬總統的重要考驗場。俄州
將考驗每一個候選人爭取各種背景的共和黨
選民的能力，包括成千上萬汽車工人、農民
，以及高科技、醫藥和能源業者。

民調：羅姆尼在俄州輕微領先
美國昆尼皮亞克大學所公布的最新民意

調查發現，氣氛自由的麻省的前州長羅姆尼
，在可能在初選中投票的俄亥俄州選民當中
，取得 34%的支持。反觀賓夕法尼亞州前參
議員桑托勒姆則取得31%的支持。這3個百分

點的差距反映俄亥俄州的選情激烈。但昆尼
皮亞克大學民調研究所說，今次調查顯示羅
姆尼的行情出現逆轉。他一周前的支持率，
以29%對36%的比數落後桑托勒姆。

之前已經連續 5 個州取勝的羅姆尼，在
「超級星期二」進入倒計時時，獲得眾議院

多數黨領袖坎托支持。這是羅姆尼首次獲得
共和黨在國會內領導層主要成員的支持，被
視為該黨建制派希望這場苦戰早早告終的最
強烈跡象。羅姆尼陣營亦宣布得到美國前司
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特和代表俄克拉何馬州的
共和黨另一資深參議員科伯恩的支持。

要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必須
掌握至少 1144 個黨代表。羅姆尼迄今擁有
203 人，桑托勒姆 92 人，金里奇 33 人，保羅
25人。

6日舉行初選的各州，佐治亞黨代表最多
，有 76 人，俄亥俄有 66 人，田納西 58 人，
俄克拉何馬 43 人，麻省 41 人，弗吉尼亞 49
人，佛蒙特 17 人。舉行黨團投票的愛達華
州有 32 人，北達科他 28 人，阿拉斯加州 24
人。

羅姆尼與桑托勒姆決戰俄亥俄

▲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5日在俄亥俄州發表演說
法新社

中國駐日大使館通過駐名古屋總領事館拒絕了河
村隆之的請求，並稱如果不撤回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
論將無法與其會面。河村隆之此後在接受採訪時對此
表示不滿，辯稱 「自己的發言與日本政府表態基本一
致」，對被拒絕表示不解。河村隆之原本希望通過拜
訪中國大使館，恢復名古屋市與南京市的交流。

中國外交部部長楊潔篪6日在北京說，日本方面
應真正做到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切實從兩國關係的
大局出發，處理好一些十分敏感的問題。他說，關於
中日關係當中存在的歷史、釣魚島等敏感問題，我們
希望日方充分認識到這些問題的複雜性和敏感性。因
為這些問題是關係到中日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和兩國
關係的大局。

日駐港領事：河村言論不代表官方
同日，日本駐港總領事隈丸優次表示，名古屋市

長河村隆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不代表官方立場
，日本政府已表達對事件感到深切歉意，希望不影響
中日關係。他補充說，香港旅客人數在日本 「3．11
」地震後急跌。但自去年 10 月起，香港到訪日本的
旅客數字逐步回升，今年1月錄得4萬人次，與去年
3月大地震前相差不足一成。

隈丸優次指出，日本受災地方積極重建，大部分
地區都沒有受地震影響，國民生活如常，他歡迎香港
學生到當地旅遊和申請工作假期。

簡訊

河村隆之言論 VS 日本政府立場
河村隆之言論

● 「正常的戰爭行為是不可否認的，這也是比較遺憾的事情，但所謂的 『南京事件』 是不可能發生的。」
● 「戰爭行為或許不可否認，但關於 『南京事件』 的問題是不是訛傳啊？」
● 「如果在8年的戰爭中發生過像 『南京事件』 這樣的事情，中國人為什麼還會做出熱情接待的事情呢？
這是不可理解的。」

● 「我認為沒有屠殺過多達30萬人的非武裝平民。」
日本政府立場

●2月22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稱，舊日本軍在南京 「對非戰鬥人員的殺害、掠奪等行為是無法否
定的。村山談話發表以來，政府對於南京大屠殺等的立場沒有改變。」 藤村修還表示，在對待過去的歷
史問題上，日本政府將會一如既往地遵循 「村山談話」 原則。1995年8月15日，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
市就歷史問題發表正式談話，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2月24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橫井裕說：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事實關係存在一些爭議，但是我們無法否
認原日軍在侵入南京城後對非戰鬥人員實施搶奪和殺戮的事實。日本政府充分認識，在過去一個時期，
通過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害和痛苦，決心不再發動戰爭，堅
持走和平國家的道路。日本政府的這一立場沒有任何改變。」

◀◀日軍日軍 「「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
史料圖史料圖 互聯網互聯網

▲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
隆之 互聯網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左）傾聽美國總統奧
巴馬（右）的講話 美聯社

▲一名男子在也門4日發生的自殺式爆炸中受
傷 路透社

美共和黨超級星期二10州初選

【本報訊】歐盟有望重啟與伊朗
談判，加上歐洲經濟在第四季錄得收
縮，油價在昨日顯著下跌，最低曾跌
至 104.61 美元，跌近 2%，金價亦下
跌，最多跌至 1663 美元，創下五周
低位。

歐盟對外政策部主管 Catherine
Ashton促請伊朗核當局尋求共識，加
上歐盟統計局的數字顯示，歐洲第四
季經濟按季收縮 0.3%，消息拖累紐
約 期 油 曾 下 跌 1.98% ， 低 見 每 桶
104.61美元。倫敦布蘭特原油價格亦
曾下跌2.09美元，或1.7%，至121.71
美元。

受到歐洲經濟收縮的影響，金價
亦告下跌，紐約期金曾下跌 1.8%，
至每盎司1672.6美元，較早前，紐約
期金更一度跌至1663.4美元，為自從
一月二十五日以來最低水平。倫敦現
貨 金 價 則 曾 大 跌 逾 2.53% ， 低 見
1663.3美元。其他貴金屬亦受到拖累
，白銀期貨曾跌 2.5%，低見 32.855
美元，較早前，期銀亦曾跌至 32.57
美元，創一月二十五日以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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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伊利諾伊州一個油站
彭博社


